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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每年校園健康大使活動都包括身體檢查部

份，為深化會員及參加者對健康的認識，

本年特製一本健康手冊，為會員及參加者

介紹不同檢查的內容，希望參加者可以於

年度內進行四次測試，鼓勵會員及參加者

持續關注身體狀況的習慣。

去年校健的是透過遊戲部份，介紹各種毒

品對身體的禍害。本年我們希望參加者以

第一身去體會各項指標的重要性，因此，

我們特別邀請陳醫生為大家提供一些小提

示，除了讓會員及參加者可以更

加了解自己的身體外，亦可

以認識到毒品對身體指

的影響，讓會員及

參加者可以加深對

毒害的了解。

香港紅十字會

青年及義工事務部高級主任

吳尚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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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的定義
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，

「健康」是身體上、精神上和社會適應上

的完好狀態，而不僅是沒有疾病。

由此可見，健康是包括：

         身體

         心理

         社交

三方面均處於良好

狀態。但無論如何

濫用毒品絕對不會

對健康產生任何正

面影響，千萬不要嘗試！

經常聽人說健康，

究竟健康是什麼？

陳耀祥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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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檢查

血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HG

脈搏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分鐘

身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厘米

身體質量指數                 BMI

身體脂肪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 %

腰臀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例

認知智力測試                  分

抑鬱測試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

測試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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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壓的影響

血壓是指當血液在血管內流動時，血管壁

所受到的一種壓力。

收縮壓 (Systolic Blood Pressure)當心臟收縮時，

血液由心臟擠入動脈內，而令動脈血管壁

所受的壓力。

舒張壓 (Diastolic Blood Pressure)當心臟舒張時，

動脈血管內所受到的壓力。

根據香港紅十字會急救手冊，

正常的收縮壓為90-139mmHg，而

舒張壓則為60-89mmHg

健康小提示：

    長期攝取高油、高鹽及高糖

    會令血壓上升。

    經常保持健康飲食及運動可以令血壓

    保持穩定。

    血壓長期處於高水平可引致冠心病、

    中風等心、腦血管疾病。

。

    

Doctor Chan

其他引致高血壓的因素：

吸煙          酗酒           肥胖

壓力大        高膽固醇      缺乏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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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對血壓的影響

你知唔知？

使用興奮劑類毒品如 、 、

或 會引起血壓急升，上壓可以

升至超過200mmHg，甚至會引致中風、急性

心臟病等，分分鐘有生命危險！

使用鎮靜劑類毒品如 、 、

會引起低血壓，有隨時暈倒的可能！

服用毒品會對血壓有不良影響！

千萬不要嘗試！

搖頭丸 冰 可卡因

氯胺酮(K仔)

十字架 藍精靈 ５

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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脈搏

脈搏是指心臟收縮時，壓迫血液經過動脈

管壁所產生的波動。在正常情形下，脈搏

次數等於心跳次數。青少年及成人正常心

跳和脈搏為每分鐘60-100。

毒品對脈搏的影響

你知唔知？

吸食興奮劑類毒品如 、 、

或 會引起心跳過速，嚴重者可

升至每分鐘140-150，危及生命 ! 

吸食鎮靜劑類毒品如 、 、

可能會引致 例如每分鐘50，

亦有突然暈倒的可能！

吸食有機溶劑類毒品如天拿水甚至有機會

引發突發性吸入猝死症(sudden sniffing death)。

吸食毒品亦會對心跳次數有不良影響！

心跳過慢！

搖頭丸 冰 可卡因

氯胺酮(K仔)

十字架 藍精靈 ５

仔

毒品？你玩唔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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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高、毒品對身高的影響

健康小提示：

身高會受遺傳的影響，但亦可以受營養及運動

量等因素影響。一般男女到了25歲就會停止長

高，因此，如果想長高一點就要在25歲前努力

做運動，例如打籃球吧！

你知唔知？

因為吸食毒品會令做運動的意慾降

低，加上影響營養吸收，因而會

影響全面發育，令身高會

較同齡的朋友為矮。

長期吸食毒品會影響健全發育！

資料來源：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、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 (1993)

Doctor Chan想高？做運動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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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

BMI是量度過重和肥胖程度的其中一種方

法，計算方法是把：

體重(以公斤為單位)   身高(以米為單位)的平方÷

健康小提示：

BMI當然與飲食及運動的習慣有關，要保持

正常的BMI值，最正

確的方法是控制飲

食及保持適當運動

其他影響BMI的因素：

缺乏運動者高脂、高糖、

高鹽的飲食習慣、長期處

於高壓力之下。

65公斤

1.6米 x  1.6米
=25.39（過重）例子：

亞洲人士體重指標   (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)

輕 <18.5 中度肥胖 25.0-29.9

適中 18.5-22.9 極度肥胖 >30

過重 23.0-24.9

以下是一般十八歲至六十五歲成人的體重指標:



毒品對體重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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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唔知？

長期吸食毒品的人一般有食慾不振的效果

有機會令體重下降，甚至可能出現過瘦的

情況。

雖然身材看似瘦削但毒品卻會為健康帶來

極負面的深遠影響！

一般吸食毒品人士會影響營養的吸收，引

致會比較輕，但並不代表身

體的狀況會較同樣BMI人士

一樣健康。

另一方面，一些毒品如咳藥水

含有大量糖份，長期濫用會引

致肥胖，亦會有爛牙的情況。

用吸食毒品來減肥是極度錯誤的想法！

相信吸毒唔會令你靚D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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脂肪百分比

標準 輕度肥胖 過胖 極度肥胖

男 14%-25% 25%-30% 30%-35% 35%或以上

女 17%-30% 30%-35% 35%-40% 40%或以上

健康小提示：

坊間有不少的方法聲稱可以減輕體重，例

如服用「去水藥」來減肥，其實只會增加

排尿來減輕體重，但並不可以減少身體的

脂肪。當然，最安全和有較的方法來減少

脂肪是控制飲食及運動。

體內脂肪過多除了會令身體關節負擔過重

之外，亦會影響血液的流通。

你知唔知？

與BMI一樣，用吸食毒品

的方法來減輕體重的方

法是極度錯誤！

由細到大都話你知減肥要

做運動，千萬不要相信吸

毒可以減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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腰臀圍比例

腰臀圍比例是用來測試服務對象是否中央肥胖的方法

計算方法：腰臀圍比例
腰圍(厘米cm)

臀圍(厘米cm)

標準： 男 <0.9 女 <0.8

健康小提示：

當腰圍數字愈接近甚至超越臀圍的數字，顯示已有過

多脂肪積聚於腰間造成「大肚腩」。很多人以為這只

是外觀的問題，但其實「大肚腩」即中央肥胖者，患

心臟病糖尿病及中風等慢性疾病的風險較正常體形者

高。最正確的處理方法當然是有適當的運動及健康飲

食。
減少進食油、糖及鹽類，
包括其他加工製成品，如
鹹菜、茄汁及蠔酒等。油脂類

奶品類

蔬菜、瓜類

穀米類

肉、魚及蛋類

水果類

1-2杯 5-6兩

2碗或以上 2-3個

男性每餐1-2碗女性每餐大半至碗半

每天應喝6至8杯流質如開水、清茶或清湯

食
物
金
字
塔

想靚？保持健康飲食同做運動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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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知能力測試

MMSE的檢測內容

簡短智能測驗(Mini-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簡稱MMSE)

是國際間最普遍用以

衡量智力受損程度的

臨床測試工具。評估

範圍包括時間、地點

的導向、記錄專注、

計算能力與語言能力，

最常見用於評估老人痴

呆症／失智症／腦退化症。

以下問題答對的可圈出所得分數：

A.現在的年份是？
  現在是什麼麼季節？
  今天是什麼月份？
  今天的日子是？
  今天是星期幾？                   

B.現在處於香港／九龍／新界？
  現在於什麼地方？
  現在於什麼層數？
  現在位於什麼地區？
  現在位於什麼街道？                  

1
1

1
1

1

1
1

1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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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知能力測試

C.現我會說出三件物件名稱（蘋果、報紙、電腦）

   請你重覆一次。

  蘋果       

  報紙       

  電腦

  

  

D.請你用100-7，再-7，一直減，

  直至通知你停為止

；或

  現在我說出一組數字，請你倒序

  重覆說出。
  （ 56843 1 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.請重覆剛才記住的三樣物件
      

F.這是什麼東西？
  （例：鉛筆、手錶， ）     

請緊記住，稍後會請你再重覆一次的。

（減5次，能減對

   一次得1分）

例： ，能說出一個數字得 分

（C題，蘋果、報紙、電腦，能說出一個數字得1分）

能說出一個數字得1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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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知能力測試

G.請你跟我重覆這句說話
  （姨丈買魚腸）        

H.請用右手取檯上的一張紙，再用
  兩手將紙對摺一半，然後放回檯
  上。（三個動作，能做出一個動作得1分） 

I.請你讀出紙上的字然後照這個字
  做動作。（紙上寫：拍手）                  

J.請你說出任何一句完整句子， 
  例如：「今天天氣很好。」                

K.請你依此圖照畫一次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
1

1

1

1
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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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MMSE測驗後，你患有老人痴呆症傾向嗎？
你的教育程度是：

2年以上教育         �得分少於22分

6個月以上至2年教育 �得分少於20分

6個月以下教育      �得分少於18分

Doctor Chan

你知唔知？

 

近年有機構嘗試利用MMSE用來測試吸食毒

品人士的智能影響，雖然醫學界仍未有確

實証據表示兩者的關係，但受毒品影響的

人士可能會不能通過當中部份的測試，引

致MMSE的結果會較差。所有毒品都

對腦部有一定程度的損害，會影

響思考及記憶，可能是永久

性。長期吸食毒品人仕，

亦有可能令MMSE的分數較低。

MMSE一般會用作判斷老年失智症（老人痴呆症）

分數越低，表示症狀越嚴重！

相信你也不想自己的認知能力受損吧！

認知能力測試

根據自己教育程度而得分

少於以上的話，你便有機會

患有老人痴呆症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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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鬱症的定義

抑鬱症(Depression)是一種常見的
精神疾病，主要表現為情緒低
落、興趣減低、悲觀、思維遲
緩、缺乏主動性、自責自罪、
不思飲食、睡眠差、擔心自己
患有各種疾病、感到全身多處
不適、嚴重者可出現自殺念頭
和行為。

抑鬱症自我測試
在最近兩星期，你是否曾感到︰

1. 情緒低落

2. 對事物失去興趣

3. 體重/食慾明顯增加或減少

4. 睡眠失調(失眠或睡眠過多)

5. 行為激動或遲滯

6. 疲倦或失去活力

7. 感到自己一無是處或過份自責

8. 難於集中精神或作出決定

9. 反覆想到死亡或有自殺的念頭

如在5項(包括1及2)或以上都答「是」

可能你已有抑鬱症的傾向了！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
是 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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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ctor Chan

健康小提示：

有做運動習慣的人士，可以增加面對壓力

的能耐，減少抑鬱的情況。經常保持心境

開朗，學習減壓的方法，亦對減少抑鬱有

幫助。

你知唔知？

有人認為吸食毒品可以幫助減壓，其實這

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想法，反而會令其患上

精神病！

抑鬱症的定義

多 做
 運

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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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記錄

禁毒教育活動

參與日期：

校園健康大使 ：簽署

健康人生齊俾Like

參與日期：

校園健康大使簽署：

健康檢查

完成日期（四次）：

校園健康大使 ：簽署



我承諾！我承諾！

我承諾永不吸毒！

經歷過「健康人生齊
俾Like」、「禁毒教育活動」及四次的健康檢查
後，我明白毒品對
健康的影響。

  並開始嘗試影響身
    邊的朋友不會

     吸毒！

我承諾永不吸毒！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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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：

醫院管理局

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

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 

世界 生組織

嗚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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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顧問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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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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